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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城市生态环
境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明显不同步,只有将城市的生
态环境问题彻底解决,才能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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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are places where people live and work.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the pollution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obviously out of sync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economy. Only by thoroughly sol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of the city ca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e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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